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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背负华夏大地与基督信仰的交集、张力,为华夏文明向基督拯救之路的转换殚心竭力,似即岛子在中国固有社会

形态与基督教相遇之处境中为自己所“寻找”的命运和使命.中国社会古今无穷无尽的不义、暴行所激起的愤怒,对无

辜同胞所遭之深重苦难与伤痛的哀恸悲伤,使诗人向上帝吁请,且吁请华夏大地走向上帝.岛子是位哀痛的歌者,他以

诗歌分担无辜人的苦难,融入受难者的伤痛,因上帝与苦难哀痛者同在,上帝的拯救以其对苦难哀痛的担受完成.与众

多诗人诗歌语言的“显白语词”不同,岛子诗歌堪为“隐晦语词”.这既由于岛子以华夏文化的转换为命,语言自然更富

文化蕴涵,更由于其从上帝与魔鬼角力视角模仿世界之所需要.这使岛子诗中的物象发生了人所未有的“变像”,寻常

世界在其诗中呈现为令人既感陌生奇异,又觉意蕴深奥的“灵异世界”,传统诗艺的“拟人”手法亦由之而变成为“拟灵”,

人间的征战变成为灵界的征战.由于上帝乃永恒者、绝对者,是世界的始与终,岛子“以恒观时”,“以‘终局’观‘历程’”,

承继并超越了中国文学艺术那种空间性的“以大观小”,以上帝超越时空而又将时空囊括其中的绝对之“大”,对华夏古

今世像做出了宏阔大度的自由拼贴,创作了至伟至大的诗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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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命运与使命

海德格尔在名为“诗歌”的著名文章中说: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命运、“使命和天职”.他是引用赫

尔德林«面包和美酒»的诗句这么说的:
“让我们去寻找本己之物,不论它多么迢遥.//所有的人都注定有自己的命运,/每个人

走向和到达他能到达的地方.”
的确,哪位诗人不寻找其“本己之物”呢? 哪怕他的本己之物甚至可能仅仅就是“寻找”? 倘终生

寻找即其 “命运”?
显然,海德格尔认为命运与“寻找”有关.那几成谚语的“性格即命运”就敞明了这一点.“性格”

或人的“在世性情”岂非天生? 若是,性格其实也就是人的“命“了.命不同则“运“相异.不同的性格

使人在即使同样的处境也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从而让自己担负不同的命运.性格上的“愿意”规定了

人在所临到的环境中“能够”“看”或“寻找”到什么,它让同样的环境在人眼中呈现的图像相异.性格

乃编织人的命运之网的手指,它使命运不是“落到”而是人“寻找”到自己头上.
不过,相当程度和意义上,命运仍系“天注定“,是人身临其中的处境给定的.因性格虽在相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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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有选择自由,但在遭遇何种处境上却丝毫无能为力.例如生在秦朝还是民国,遇不遇上大饥荒、
反右、文革等,与人的性格何干? 这些应是性格无法选择的命之“运”了.因此,更完整地说,命运可为

在给定的历史境遇之经线,与人自由选择之纬线所编织的织体.
那么,何为岛子的命运?
这先要问:何为岛子被给定的历史境遇?
举其荦荦大者,岂非外在于基督教几千年的华夏历史、社会、文化,和自与之相遇两者便鲜明比

照、至今仍充满张力的基督教信仰吗? 奋力担负华夏大地与基督信仰的交集、角力、冲撞,似即岛子为

自己所“寻找”之命运.
命运关乎使命.因它既然与人的选择相关,其中便自与其本己之物深相牵缠.在人如此这般的

选择中,其使命已悄然潜含.“使命”一语之义岂不正是“指使”某“命”去如何做、如何决断? 这意味

着,在使命运成之为命运的选择中,使命暗中早已被给定,选择不过是使其显现.
那么,岛子的使命为何?
在«松．兽骨．冬日黄昏的墙»中诗人说:试图望着默然站立的松树,望着其根茎被分隔在墙内墙外

却又将墙内外于不可见中连接起来的情景“玄思”,可以达至“松非树,墙无形”一类镜花水月般的玄

境,获得某种不可言说却仿佛意味无穷的奥义,这类被奉为言语道断、奥妙无穷的境界,其实不过空无

一物.这种玄思注定一无所获,因它“触摸到语言的边界”即尽头,正如松树的“根茎.触摸到一架兽

骨”.“兽骨”象征着死亡,不是语言的尽头又会是何物? 语言死处,思想何存? 不仅仅对相信“不知

生,焉知死”,对死亡一向盲目的华夏智慧,谁对死后的事情又能知之丝毫? 死亡是智慧湮灭的标志,
故“兽骨:只是众生的表情”.诗人让我们看到,指望此类玄思默观打破语言藩篱而使人进入超越语言

的自在妙道,当是华夏文化的迷思,是使汉语思想长久固步自封,再无从前行的绝境,堪为汉语“概念

的冬日”,为华夏文化日落的“黄昏”.所幸有坠落就有拯救,有迷失就有找寻,那找寻者乃牧羊人耶稣

基督,那拯救者即其十字架.已在此几千年的华夏文明之“此在”,就像是平躺在大地上的“一横”,自
身无力上腾,唯有仰赖向上的“一竖”莅临.而这“一竖”除了圣灵的“火焰”,除了基督的十字架,又会

是何物呢? 惟有十字架才是越过死亡继续行进的路标,是人跨越语言的边界达乎言说的澄明之境的

桥梁.故该诗在“兽骨:只是众生的表情”后接着吟道:

有了黄昏,就有了空地./牧人和羊,就足够聚拢.//一个概念的冬日,隐伏着/具体的根茎和火

焰.//此在,一横;彼在,一竖/交叉成木头人形:骷髅地//一根骨笛兀自吹奏

这可读为:华夏文明已到“黄昏”;这为基督信仰莅临腾出了“空地”;“牧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作

为唤醒华夏复活新生的笛声于是响起.
似可说,以肩负华夏向基督转身的担子为使命,即岛子在华夏数千年之大变局中的命运选择.当

然,岛子深知华夏文化并未生意尽失,其精气神魂至今仍是活在人身上的.
在«魂车:秋日怀李贺»中,抒情人魂牵梦绕牵挂着的仍是李贺的牵挂:“采玉的老夫今夜露宿在何

处”.而且,他今夜也实在就是与李贺同在的:“今夜的此世/来世的今夜/是同一个夜”.所以如此,乃
因李贺的诗歌早已将两人粘合一体,“如鸟/飞进唐的月亮/寒鸦啼黄了老树/众鬼摘下面具/喷吐绿

血,粘合你我的椎骨”.有理由说,在这里,诗的抒情人和作者乃为同一个人,因在诗的用词、造语、取
象、构图等的奇崛上,岛子和李贺堪称颔首相望:“谁痛过一匹病马的痛/谁就痛成俑,就活出瘦死的

佛/以致,炼出词语中的阴曹和舍利”(１１页).在风格上,岛子可为李贺再世,读到了岛子就读到了

李贺.
«祭孔»所咏乃历代皇帝儒生奉为“天地君亲师”之“师”的孔子,华夏文化之骨干魂魄.孔子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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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道而不避“追兵的叱骂隐隐传来,四处充满敌意”的大勇,又深谙暮春“‘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

归’”的生活诗意,对这样“多么近乎一个伟大的德性”的追慕,诗中灿然可见(１３Ｇ１５页).在为诗人画

像的«诗人»里,华夏古典诗歌的意象更俯拾皆是.华夏先祖之所作为,可采而岂不采焉,因它们既是

“华夏的黄金”,也是诗人命中注定所要遭遇者!
不过,采为可采者采,这个文明却早步入歧路末路,整体已不可取.因即使同李贺“椎骨”“粘合”

也难免不终成“一个迷途的导师”,向下“坠落”,而李贺的诗、泪“浇灌的山园已寸草不生”(１１Ｇ１２).孔

子则更早已成了面目全非的“一尊标本”,“连羽毛的影子也拔个干净”,盗墓贼的“铁铲”早将其墓毁尸

抛.他的遗产纵“有何等的金子或谷糠”,也无人有力吹糠留金了.“‘逝者如斯夫’”(１４Ｇ１５),孔子真

真死了.«白洋淀晨歌»更是华夏文明途穷的缩影:那如绘满“水.鸟.荷.苇风.云”的“百里宋人绢

本,百里随风”的白洋淀,早被毁坏殆尽,如今唯余如“隔着时光的薄膜”观看的幻影,“白茫茫冻进湖

水,一张宣纸/白茫茫为乌有天地哭泣”.人能做的只有默然盼望“水影再来,再来/引得清风出巢:水
影无染,莲子独有/你无染的宫血,被高举,被天生”(５４).也就是说,惟有将华夏大地带到上帝面前,
其才能得新生,而此即岛子明白自觉之使命.

将这种使命意识表达得最清晰而完全的当数«道风».该诗所咏香港道风山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其宗旨即为华夏文化向基督信仰的转换.莲花之上十字架悬浮、升腾的图案,乃该所象征图案:“峰巅

之上,高高的/白十字架,铆定/大海直立的漩涡:莲花”.历史的变迁已使华夏文明衰败尽显,其典籍

已然风化破碎,“云水,聚集经卷的残片”,将之交与基督教会的“牧者挑灯校勘云水/云水追随流星寻

转”;“残片”、“云水”里可看到的却只是尚未凝固的血,是死亡那“无常”:“全盘白血珠,未凝.哦,无
常”.那么,华夏文化活路何在? 如何命其无常逃遁、让那死亡死去? “哦,无常//向谁? 再死去,
不再寻转”? 诗歌说,追随耶稣基督:“羊蹄踩平橄榄园/苦路,依然崎岖”.上帝之“风,随着意思吹”,
如今风向早已变换,这“风,嚼龙肉.风,/煎人寿.风,交换着道路/———痛膙子,十重诫命”(５８Ｇ５９).
为此风吹转华夏大地向耶稣基督的转换,为华夏文明、文化的得救新生献奉,即诗人如此之“使用”其
“命”吧.

二　诗歌神学之一:文化得救的逻辑

以华夏向耶稣基督的转向为使命,这赋予了岛子诗歌深厚的神学意涵.诗歌所透显出来的神学

意蕴、祈向及思虑,应即诗歌神学吧.不难看出,以文化的基督教转换为旨趣,使岛子的诗歌神学异乎

寻常.让我们试先梳理诗人所以会选择华夏文化的这种转换为使命的内在逻辑.
诗歌当然不是理论研究,其中的观念、判断并不取用理性概念的逻辑运演.在通常所谓人的三大

心智功能知、情、意里,诗属情,并不遵从理性认知的法则.但正像人的在世性情以全然个性化的祈愿

来决定其在所临处境中的选择那样,在对世界的理性认知上,人的情感意趣、性情质地、个性祈向等,
也同样具有深刻有力的规定性功能.情感不讲逻辑而具有自己的逻辑,非逻辑的情感却既是理性逻

辑运动的动力,也规约着理性逻辑运演的方向,其乃先在且内在于理性的逻辑.
若这么说不错,那么,何为连接岛子视基督信仰为华夏文明、文化新生之路的情感逻辑呢?
华夏社会从古至今无穷无尽的不义、暴行所激起的令人无法抑制的不平、愤怒,它所强施于人的

令人无法承受的苦难与伤痛,与令人几近窒息的苦闷、几近疯狂的绝望.
(一)对不义、暴行的不平与愤怒.
不说交织着凶手的狞笑和枪声,混合着无辜者之叹息和哭泣,刻画春天里戕杀春天之暴行的悲剧

性组诗,不说诗选开篇的«疯人院»可为所有那些罄竹难书的不义和暴行性的缩影,也不说«天马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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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椅子的谚语»、«津门大爆炸挽歌»等实为相应恶行的存照,一首«雾霾»更对从古到今华夏土地上的

恐怖和苦难给出了一幅整体图绘.在这里,雾霾那“某物”在每个人的“血清里/抹黑,逆行”,无声咬噬

吞杀着每个人的生命.不知道多少人因之而死且正在死去,但人却清楚看见“总会/从那里氤氲这里:
乌云的驳船拖拽万吨肺叶”,看见雾霾令“秃鹫在上升的狼烟中辨认归途”,使“许多根茎逃向水泉,许
多/没有死透的蝴蝶逃向烟树”.它是但又不仅仅是物质的“某物”,因混合在“上升的狼烟”里的还有

“油炸的词语”,即那种反反复复不知重复了多少遍的洗脑的有毒的废话,还有“直把海市//熏成蜃楼”
的“枪杆子吸烟,钱袋子装烟”的两“子”,因为和“没有死透的蝴蝶”逃命聚集的“烟树”比肩而立的还有

多得难以“枚举”的“重名的黑名单,许多烟树”,因为伴随装满尘肺的驳船行驶的是比浓烟还要恐怖的

“电视塔发射的滚滚鼻音”,因为“矿工的骨粉,许多石油/都是跨国的秃鹫争食断肠”也加入了雾霾大

军,因为“焚尸炉内部,硫磺火舌在争吵”,点燃焚尸炉的却“不必为作恶的心怀不平”.而且,这雾霾并

非起自今日,至少从秦汉相争之际阿房宫焚烧的烟火就已开始,其中还弥漫着历代至尊无上皇上的

“‘天朝仁学广览’,朱批氤氲/细分到看不透的灰度、光韵、气数”.归根结底,诗歌说,雾霾乃“那自义

的”“孽火,已然带来的自戕的废墟”.“自义”在基督教眼中这最大的不义,制造了这块土地上最大的

灾难,将华夏推向末日,引得“白矮星的黑帆正缓缓登陆”(５６Ｇ５７).
(二)对苦难与伤痛者的哀恸悲伤

在«乌有乡消息»里,诗人为大炼钢铁、大跃进、反右倾“改造”的风暴中食不果腹,“一律吃沙”,且
还在“一条冰冻的长尾工地,蠕动”的同胞,为在“马嘶的纵横鞭痕”里“爬行”劳动的父亲泣涕无声.
“我父亲是一辆遍插白旗的/推土车./红旗在云头聚啸,他/含沙是灵魂推着一堆盐碱肺泡/弓腰/爬

向大坝的瓷土斜坡/像萤火闪跳//改造.改造.改造//往上,再往上/沙丘踩着沙丘的秃顶”
(４４Ｇ４５).«弥撒:大饥荒悲悼»更为大饥荒里的无数饿殍悲哭.因那大饥荒竟荒唐地发生在“丰收的

门楣”下,“丰收的大蜂箱,丰收的蜜”之旁.大饥荒的恐怖令人胆战心惊,因甚至“亡灵们需要雁粪,树
皮,观音土;需要/半截苇席,裹走菜色华北、肝儿颤江南”;“亡灵如糠,坟丘连坟丘,没有年龄”;“丰收

的草绳勒紧,半根墓草都不得偷生”.在大饥荒里死竟成了生命的享受,因人只能做任人驱进死亡的

羔羊,“在死亡中享用死/死,瞪大明白的羊眼睛”(６４Ｇ６５).而且,不止性命被夺,令人无限悲伤的还

有,“布谷与草垛”、“大雁与苇河”也无可挽回消失了,人间淳朴甜美的温情也永远逝去:“焦炭中的红

薯民族,灰窑般/含烟胖大;从前,那吸引萤火虫扑面的/睫毛,还在石楠路上/笑吗?”(«收割»;４８Ｇ４９).
这块土地上没有鲜花欢笑,只有“大雪”飘着“奔丧的风影”,地土上矗立的只有祖祖辈辈、前世今世的

坟茔,在雪中堆成“穿寿衣的星座//我父亲的坟茔,更白了/我母亲的坟茔,更白了/我舅父的坟茔,更
白了//看! 我前世的坟茔,更高了”;华夏大地几乎被死亡覆盖,令人困惑、绝望到疯狂,“大雪:没有

词,只有冰还在哭/大雪:没有冰,只有谜还在笑”(«雪夜三叹»;７３Ｇ７４).
在此苦难绵绵无绝之世,岛子为悲痛哀伤而歌,实为哀恸的歌者,他对受苦的哀痛者的悲伤哀恸

在当代中国无谁堪比.苦难太沉太重太多了,诗人知道唯有吁请上帝,方有望既安慰受难者,也安慰

总要安慰别人的诗人.况且,在华夏土地上诗人自己的苦难又少了多少呢? 不然,在总是“还会梦见”
的“阿房一炬”一类的梦里,何故“总会有鬼哭”? 可那却是“某物”付与“诗人火中取栗”的酬报啊! 包

括诗人在内的安慰者也需要安慰,这应为«安慰之歌»的命意之一.在那里,“巨石”和“把巨石滚上山

的弟兄”都得到了安慰;“母亲贞洁的宫血”得到了安慰,因为她“赋我以歌哭的权能”;“我”得到了

安慰,因我用我的歌哭“安慰贫穷”;甚至贫穷也得了安慰,因为“贫穷洗劫了岸上的疾病”.同样的,连
“疾病”、杀人的“断剑”、“燃烧的稻草人和羽毛”也得了安慰,因为这些灾凶、不幸之物“抚醒了天使的

琴声”.天使安慰需要安慰的一切,而天使也得了安慰,因为注视着这一切的,是圣婴那“马槽里的眼

睛”(３７Ｇ３８)———试想:谁的安慰能比得圣子耶稣的安慰呢? 因他是以自己的撕裂、以他被人神共弃的

孤独、悲苦和绝望来陪伴人间之苦难者的,他以自己的悲苦哀伤而安慰悲苦哀伤的世界以.«弥撒: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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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荒悲悼»共六个单元,每三节一个单元,每单元的末节都是一句“———主啊,求你怜悯”,如是者五次.
第六单元末节的祈告为“———主啊,惟愿你铭记,惟愿/”(６４Ｇ６５).古往今来抒写人世苦难的悲

痛、哀伤的诗篇,试想,比得岛子«安慰之歌»更让人揪心的能举出几篇呢?

三　诗歌神学之二:哀痛连接拯救

这使我们看到,岛子诗歌神学中“悲伤哀恸”位置甚重.正是对无辜的苦难同胞的哀痛怜惜,使诗

人向上帝吁请,且吁请华夏大地归向上帝.«挽歌»可为此之典例.
该诗共十节,前一、二节写世界的暴力,三、四节写它的荒谬,五、六节写它造成的苦难,后四节则

写上帝的拯救,要人向上帝悔改重生,“向罪而死的人/就要在死后归来”.该诗也恰差不多居于«岛子

诗选»连上续下的中间.不论作者有意还是无意为之,这都让人感觉意味深长.
岛子这种由悲痛哀悯而吁请救主拯救的诗歌神学,与圣经所记耶稣基督的故事、与他在十字架上

的死与复活,可说是同质同构的.同质,是说上帝道成肉身正是出于对世人的爱、对世人苦难的怜悯;
同构,是说和耶稣基督以自己令人悲悯哀痛的死亡胜过死亡,给人了重生、永生的盼望一样,岛子诗歌

以对苦难的哀痛悲伤而吁请基督拯救,吁请人归信基督,走向新生.
这显露出来,在岛子的诗歌神学里,苦难占有的位置首先非同寻常.因为悲伤哀痛由苦难而起,

对不义、暴力的拒绝抗议也同样由苦难而起.对其必须加以抗议,乃因正是它们制造了苦难.对于上

帝公义和怜悯的吁请,亦皆首先缘于苦难的存在:若没苦难,上帝的拯救缘何而起呢?
苦难首先意味着,有苦难的制造者即暴力、不义.故岛子对种种不义、暴力的鞭挞毫不犹豫.不

过,苦难并不直接导向上帝的拯救.导向上帝拯救的当是被加于受难者身上的悲痛哀伤.因为受难

者自己承受不了他的哀痛,他需要上帝的陪伴,需要上帝的拯救.
这便显露出来:只有承负了悲痛哀伤的人,才在上帝的悲悯之中,才得有上帝的拯救,“哀恸的人

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岛子诗歌充满对苦难的悲痛哀悯,一方面,这是由于上帝是以自己的苦

难和悲痛哀伤陪伴苦难的悲痛哀伤者的,另一方面,与此相关,这也使得惟有愿意置身于悲痛哀伤,坚
持不与苦难者分开的人,上帝的拯救方与之有份.而且,更深入地看,还因为只有苦难中的哀痛,才将

受苦者与世界区分开来,才意味着他是像耶稣基督那样因不属于世界而遭其恨恶,被陷于苦难的.
因此,岛子诗的哀恸在神学上的意义不可低估.在古往今来汪洋大海般的苦难面前,在造成了如

此苦难的暴力面前,惟人的哀伤怜悯方可表明其心还尚未石化,未与苦难者分离.因为其哀怜分担了

人们的苦难,使其参与了他们的苦难,与受难者同在.这是种圣徒般的情怀,恰如圣徒般的思想家西

蒙娜．薇依所做的那样.上帝的拯救呼吁人与他人的伤痛同痛同伤.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对不义的鞭挞.这是岛子诗歌神学的另一重要向度,即将华夏大地看为上帝

与魔鬼角力的战场,将数千年华夏文明、文化,看为这种角力的呈现.不难看出,就华夏历史言,所谓

魔鬼是清晰的,即自以为大,自视为像上帝一样至高无上的专制王朝.专制即灾难.因上帝之外的任

何物事都是有限的、相对的,都只仅拥有相对而有限的时空、质量和权能.将之置于绝对地位,赋予其

无限权能,要求其外的一切向之臣服,这本身就是不义,因为悖逆了万物皆因相对、有限而相互之间皆

平等独立,互不臣服的本然秩序与正义.对这种本然秩序、本然正义的破坏无疑是最粗鄙、最野蛮的

暴力.本为寻常者要僭越至高之位,命万物臣服,无疑非魔鬼般的凶残血腥而不可.此为华夏数千年

政治专制、暴力肆虐、苦难滔天的根源.
因此,在中国,任何对苦难、暴力、不义的谴责即对魔鬼的抵抗和征战,不论这种谴责是否出于上

帝的名义或对上帝的认信.因谴责暴力、不义,无疑即谴责制造暴力、不义的恶者,即对那本然正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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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张,以及对苦难者的庇护.当然,这里绝对和相对、无限和有限之间的“正义”,不能与上帝的“公义”
的等同.上帝的公义由上帝圣言所刻划,是出于神学立场的言述,而正义则是从超越了基督教的所谓

公共性上看的,是哲学立场的言述.但意味深长的是,公共性的、哲学立场的言述逻辑,与基督教的、
神学立场的言述在此恰若合符节,本然正义正可为基督教的公义所包容、容纳,后者恰是对前者的卫

护和成全.岛子诗歌里突出的公义关切,也正是本然的正义关切.上世纪八十年代华夏大地所发生

了对基督信仰的主动寻求、叩问,所以“主动”的原委之一,不正与人们痛切感到非归信上帝而多少年

企盼之正义难彰吗? 岛子受洗归主是１９９７年,而他写于１９８４年的«‹大山森林我们(组诗)›»中
奔腾涌动的,不正是盼望正义得以昭彰的激情吗? 薇依深刻指出:虽然“知性永远无法识破秘密,但它

却能、唯有它才能领悟到表达奥秘的用词的合适与否”;“希腊人曾认为,唯有真理才适合于神圣的事,
而不是谬误或不精确的事物”;“理性的运用使事物对精神成为透明的.通过透明看到不透光之物,当
透明的东西曾是不透明时,这不透光之物是被掩饰的”.也就是说,理性逻辑所彰显的自然的正义,恰
是引导人认识上帝公义的必需铺垫,必由之途.因即使从上帝信仰的角度看,世界是上帝之言的造

物,其中的“义”怎会与上帝之义相冲突呢?
这便显露出来:若说逻辑正义通向上帝公义,那么,即使未闻福音,对暴力、不义的谴责仍然是对

魔鬼的征战.如果说基督教之前的希腊哲学家因追求真理的虔诚而堪称对抗魔鬼的某种“先知”,那
么对于逻辑思维远逊的普通人来说,在未闻福音之前,他们可曾有对魔鬼的抵抗? 岂云无有? 若有为

何? 试想,如果不是他们无辜的苦难、哀痛、求告无处的绝望又会是什么呢? 可以说,暴力、不义落在

他们身上,这本身就意味着他们是与魔鬼相对立的,尽管这对立不是他们的自觉选择,且也许其恰唯

恐避之不及.但他们担受了相应的苦难,便自然意味着对于相应正义和秩序的坚持和抵抗.
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们的哀痛.即使是全然被动、消极地不得不被驱赶其中,但毕竟他们实

际上就是伤痛的承受者,并以之而使自己与暴力、不义区分了开来,从而走进了另外一个即与魔鬼对

立的世界,他们的哀痛正是对魔鬼的抵抗.试想:如果哀痛与上帝并不接近、接壤,耶稣基督为什么会

为众先知、为耶路撒冷哀哭呢? 他的哀伤中的爱不正是他要对之伸手拯救的原委又是什么? 更不可

想象,如果上帝见人哀痛而无动于衷,其拯救又缘何而来? 保罗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

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的果子的,也是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

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基督是无辜受苦的悲痛哀伤者的救主,他自己也是在十字架上的悲痛哀伤

者.试想:自己不曾经历悲痛哀伤的,如何能晓得悲痛哀伤者切切渴望拯救? 恰如自己不经历死亡,
又如何能胜过死亡呢? 苦难如此分量之巨,以至于有说“若上帝并不曾化身成人,受苦难的、正在死亡

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就比上帝更伟大.”岛子的诗歌神学,实乃哀痛神学! 而写作这种神学也惟有诗歌!

四　诗歌的神学之一:“拟灵”语像与“变像”

中国当代基督徒诗人群星闪烁,但也许惟岛子在诗艺上最显得奇光夺目.每个诗人都与人不同,
不过却可大胆言曰,与岛子比几乎每个诗人都是同一个诗人,因在诗歌语词取用的日常、口语、直白上

人们彼此并无显著不同,似皆可曰“显白语词”,而岛子与众迥异,可为“隐晦语词”.岛子的诗歌词语

的择取、组合突兀冷僻,出人意料,文化蕴涵丰富浓厚;其诗歌词语形貌奇崛怪异,惊悚莫名,而在含

蕴、神貌上皆奇妙雅致而又显隐晦玄奥.从大处说,这与他以上帝与魔鬼角力之视角模仿世界的诗学

范式,以及着眼点乃在于文化传统方面的道路转换相关,更深入和稍仔细些说,则是其诗歌的神学品

质使然.
从以上所述可看出,在岛子诗中,制造苦难者实际上是被视为魔鬼,而苦难担受者实际上则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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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魔鬼的抵抗者,并因之而为上帝救恩的受赐者,他们因其苦难的悲痛哀伤而被归于基督的阵营.在

神学上,这似乎显得有些异样,有失“正统”.不难看出,首先,这是用基督教的眼光,对基督教尚未出

现前的事物的观看.这样,一方面,即从前基督教世界的角度来看,世界是被人为地“变像”了的,因对

苦难制造者和承受者双方,魔鬼与上帝的角力冲突并不是他们两造本身的本有之意,其双方皆无意于

此.魔鬼之于苦难制造者,上帝之于哀痛的苦难承受者,都并不相关.这样一来,不论从苦难制造者

的眼光去看魔鬼,还是从苦难承受者的目光去看上帝,更不论他们双方将自己置之于这样的位置去看

对方,在其眼中呈现出来的图像对他们双方都会显得是变异、走样、奇形怪状的,仿佛对方都是来自陌

地异域的另外一个国度的事物.这就是说,当他们被放置于基督教图式中去时,出现在他们自身目光

中的形象是被变形了的.
另一方面,从基督教方面说,当其用自己的目光去看前基督教世界之际,那世界的图像同样也是

发生了形变、畸变或变像的.现在,对于诗人来说,他的任务就是将这两类变像的东西或变异的图像

结合在一起.不言而喻,如此结合起来的图像怎会不显得奇怪而陌生冷僻呢? 因当两个变异之物结

合之后,那所形成之物岂不会异而又异吗?
需强调,这种“变像”之变,在诗艺上,诗人是通过将世上的人物、事物都“灵”化,即将其变为“灵

异”之物而实现的.在通常诗歌中,类似的情形在诗艺上人们称之“拟人”.但在岛子这里的诗艺却不

再是拟人,而是“拟灵”,是将寻常世界变化成了与之全然相异的“灵异世界”.这样,人间的征战成了

灵界的征战,成了魔鬼、邪灵同上帝、天使天军间的征战,世界变成了一个灵与魔或善灵与恶灵冲突、
角力的世界.在其中人仍然是人,有人的身体,却又仿佛成了奇异的灵体;物仍然是物,却又仿佛成了

没有人体的另类的人.
如«柏林:夏天的俳句».
在这里,“窃听器和界墙”的灵异在于:它们竟会“嘎然一声”“消遁”! 而仿佛为哀悼其之死去,“管

风琴”则会“怀揣”起它们的“骨灰匣”,躲到阴气森然的“森林”里喘息或哭泣地“换气”! “烧焦的种子”
岂会再发芽? 但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之故吧,在“自由”的“吹拂”下,“烧焦的种子”竟然“花萼”重
现! 可是那重现的花萼却赫然是“身穿红字囚衣”的囚徒,在“穿过/电网朝东德”“慢跑”! 这是何等的

奇异啊! 更奇异的还有:耶稣基督“五伤”里的四个“脚心和手心”竟然成了眼睛,且“一齐睁开眼,看”
柏林的“焚书广场”,堆积在那里的当年被纳粹焚毁之书的“灰堆下”竟然还埋藏着词语的“词壳”,那词

壳“噼啪爆出”的竟是咱“秦朝”“的黑豆粒”(５２Ｇ５３)! 那词语竟然如被火烧过后的豆棵,豆萁成灰,而
豆荚中的豆粒竟能够无恙迸出! 是因火的淫威有限,还是因着奇迹,因着耶稣基督五伤的“一起睁开

眼,看”? 时间的过去现在、空间的此地彼地、寻常的死亡和不寻常的复活、有生命和无生命的等等,都
活灵活现地往来共处着! 哪儿有这样的事呢? 除非在各种各样的神话、童话,在«西游记»、«魔戒»
那种人神妖魔、精灵鬼怪、“兽人”、“半兽人”堆聚杂处之域?

类似的篇什不胜枚举.当然,这篇吟咏的还是较具象的事相,但意蕴颇抽象的篇什亦然,亦同样

可是人神万物变像式的奇异融合、叠合.如«向我的母语致敬».
岛子的母语自是汉语,但诗中的“母语”却处处显得像有两个、多个,诗中指称母语的“你“既是上

帝之言,也是华夏文化之言;是上帝那天上的父,也是地上的母亲.诗歌首节说:“你怀有我,游弋,一
个词/你打开你,给我看:我变成水”;末节与之呼应:“你怀有我,游弋,一个词/你打开你,给我看:我变

成墨“.首节的”我变成水“和末节的”我变成墨“,合起来显然即岛子作为水墨画家的艺术语言”水墨

“.这也就是说,水墨这种中国独有的(艺术)语言是被视为”母语“的.但从”你怀有我,游弋,一个词

“来看,这个母语却像是上帝圣言,因上帝正是以言创世的,并赋予人跟随上帝牙牙学语,且以言为万

物命名的权柄和能力.也就是说,在起源上,上帝的圣言、圣”词”就是上帝养育我,让“我“在他”怀“中
成长的本原性母语.这样来看”水墨“,水墨则既是华夏人的创造,更首先是上帝之言的自我”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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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上帝之言自我开启而启示给”我“的母语,“母语”显得是上帝和华夏两种语言的融合物.很明显,水
墨是人言,或人言对上帝之言之召唤的回应.虽然回应并不完全外在于召唤,它是召唤在人那里的耳

某种回响,二者毕竟不可混淆.但注目于人神万物“变像”、穿行往来于“拟灵”世界的岛子却不觉这种

混淆有何不妥,也许他以非常人所能的灵敏参与进了人神万物隐秘的互动,陶然忘情于灵异们乐此不

疲的变像游戏.恰如别尔嘉耶夫所谓人要在上帝身上诞生,上帝也要在人身上诞生那样,在岛子这

里,上帝要在人身上变像,人也要在上帝身上变像.赘言之,岛子是把大地万物和上帝的道成肉身、人
对上帝的信心和上帝对人的恩典教诲,都一同看为上帝的自我“打开”、自我“掰开”之情状的:“你掰开

你/掰开山海的好风水,唤我,赐我/神子、芥子和葡萄园”.还有,譬如“水”.在诗中,水既是水墨的

水,也是母亲“怀有我”的“羊水”,而此“羊水”还又是汉语方块字的“羊水”,“你羊水的方块”.以往

“我”是在汉语方块字的环绕浸润中被“怀有”的,所谓“你怀有我,我便守在/你羊水的方块上眺望”.
“你黄泉錐沙/你碧落折钗/水袖搀扶竹马//流离———流离的茱萸遍插飞檐”这些华夏语言符号也都是

包含在上帝之言当中的,都成了上帝生命的展现,成了上帝的如此这般的“命”了,成了“可太初有你,
其命如你”.进一步的观察不难看到,在这里,人间的母亲,天上的母亲、与圣婴之母亲、华夏之水墨与

上帝的恩慈都是相叠合、相融汇的,所有这些则融合成了“水墨”这一中国绘画之母语,让我在上

帝母亲和华夏大地母亲的水墨交融里书写、绘画(４１Ｇ４２).上帝道成肉身岂非本原的变像? 在道成肉

身中上帝成了人,成为神人耶稣基督,追随耶稣基督的人岂不也要做他那样的神人? 而这岂非一种人

的“变像”、“灵化”? 也许岛子诗歌诗艺之“拟灵”的深层渊源在此? 但无论如何,“拟灵”为岛子诗歌平

添了多少诗意啊!

五　诗歌的神学之二:宏大拼贴与以恒观时

紧随突兀冷峻的拟灵语象,岛子在人的阅读心绪中带出的,便是排山倒海般扑面而来的既陌生奇

异,又宏伟硕大的物相事像的舞蹈,令人震撼而难免几分惊惧.读者眼前会形影不离、若隐若现着顶

天立地的巨人,像扬斧执锤开天凿地的盘古般在鬼斧神工地重新劈凿着山河星空.其形象至伟至大,
连«指环王»里云中格斗的山峰、迈向战场的古树老林也显得微乎其微了.

岛子诗歌形象的巨大,由取自古往今来巨量意象的蒙太奇式拼贴而成,其笔触之巨、视野之大令

人叹为观止.有必要指出,岛子的“大”里,首先包含有对中国绘画“以大观小”、诗歌小说由道制艺的

承继.对作为中国水墨画家和艺术批评家的岛子来说,这自不言自明.但中国有“以大观小”,却无古

今事相的蒙太奇式拼贴.当然,古人未见西人电影及其后现代诗歌绘画等,未晓蒙太奇、拼贴为何物,
但这却不能作为解释他们岛子那种诗艺缺如的充分理据.因任何诗艺上的东西都有诗之外的、关乎

终极之道的东西做“元叙事”.不难看出,古人“以大观小”的“大”主要是空间上的高和阔,时间上的久

远、久长虽不缺乏,但却也是空间性的,是发生在具体空间中的时间,与特定空间里的事情相联之、相
系之的.不论是«三国演义»“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还是«水浒传»、«红楼梦»那样由古

久的天上之事说及今日人间,概莫例外.故“以大观小”,所观到的只是某个或虽数量众多但却分布在

同一个空间里的东西,是观看中眼睛在一个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空间上的移动的“散点透视”,将不

属同一空间的东西随意剪裁拼贴,不会成为岛子那样普遍使用的诗艺.华夏艺术“以大观小”的元叙

事依据的,怕只能说是空间性的终极观,即以某种空间性事物做终极实在.在空间终极观语境下,岛
子那种不同时空之物象的拼贴实无可能的.

这就是说,岛子拼贴所缘身的“大”,是时间意义上的,是时间性的终极实在,.时间上的最大当然

是无限之大、永恒之大、绝对之大.无限、永恒位于时间之外,而绝非时间的无限延续.同质时间的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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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伸延不是无限,而是“恶无限”.因为在这种伸延中任何瞬间都是有限的,都转瞬即逝.无限在时间

之外,时间的彼岸、尽头,它只能是永恒、绝对.永恒中当然包含有时间,故其既是时间的尽头、边界,
也同时是时间的给出者,时间之源.若称其为时间,则只能说其为绝对时间.因此,岛子的大乃“绝对

大”,其之“以大观小”确切说应为“以恒观时”,“以绝对观相对”.不言而喻,永恒、绝对不可知,除非其

亲自向人自我开启.依基督教,上帝即那向人自我开启的永恒和绝对者.上帝道成肉身,就是从永

恒、绝对之域突入时间,突入相对,时间终结、迈向“新天新地”的天路旅程便由之开始.应当说,这就

是基督教终末论所论说的.因此,“以恒观时”、“以绝对观相对”更具体说也就是从终末论视角观察世

界.由于终末论给出了整个世界如何终结的图景,故“以恒观时”也就是以已正在到来、尚未完全到

来、即“既济未济”的末世眼光观照此世,也就是“以‘终’观‘始’”或“从‘终局’观‘过程’”.
这种建基于终末论视域上的以恒观时、以绝对观相对中的“大”,不言而喻自然会包括以大观小的

空间上的大.因这种大以永恒、绝对统摄时间和空间,故其大无所不包.也正是由于这种目光的大,
才有了岛子诗歌形象的伟岸硕大、宏伟崇高.不论是一首诗,还是整本«岛子诗选»皆然.也就是说,
不仅每首诗、每组诗(如春天三部曲)的整体意象、形象崇高伟大,而且整本诗选里各个似不相干的篇

什,也无形之中形成为一个动态的波澜壮阔、至伟至大的图像.那种观看的无形的“大”目光,乃是种

巨大的“完形”力量,在无形之中将每首(组)诗、整本诗形塑为一个无可比拟地大的有形图象.
这种“大”的完形力量,也许在«澄明之境»最见清晰.
该诗共十五节.首节曰:“自在之物/古卷/虫洞”.首句的“自在之物”当然是对“有终极实在”或

“终极实在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声明,而他就是基督教的上帝,这位上帝乃“自有永有”的上帝.地上

的圣经“古卷”、天上的“虫洞”便是对这位“自在之物”确凿的见证.接下来第二节顺理成章地否定

“空”说,因为若说“空”是实实在在的,那本身便成了对“空”的否定了.故第三节的三句说:“虚空的虚

空/在空中,不在/空中,不在”.第三节:“瓷之器/或在/词之精气”.也许可将“瓷之器”看为瓷器,看
为器物、制度、典籍等文明的象征.也就是说,人类文明之器物如果是存在的,如果其有存在的价值

(“或在”),则在于它获得有某种与上帝之言相关的“词之精气”,即那种“字句叫人死,精义叫人活”的
“精义”.这从接下来的第四、第五节可得些佐证,这两节所说即耶稣基督之死,和上帝使以色列胜利

逾越埃及人的奴役,而埃及人欢庆胜利的自由歌声,如今在某个黑夜笼罩之国度的深夜,“夤夜回归”.
既然如此,怎么会没有与夤夜魔鬼搏斗的勇士呢? 并且,怎么会没有魔鬼的“钩子挥舞/孽火”燃烧,没
有基督与敌基督的征战? 但上帝的“火柱”在荒野指引,他的“十架”在呼召,纵容有耶稣门徒客西马尼

园昏昏欲睡的懒惰和彼得鸡叫前三次不认主的软弱,但征战不会停息,因为基督徒们,即“盐是你的传

人”.因此,无论魔鬼如何猖狂,不论他们射杀姑娘如何残忍,上帝自有永有,他正与他的传人同在,被
枪杀的那“一个姑娘/嫁给了永有”.这样,不论姑娘的牺牲 “和我:晚年的泪水”再多,脱离奴役的过红

海之歌终将再度响起,因为“钟楼与光年/在圣经身边/兀自耸立”(８２Ｇ８５).由上帝之“大”观之,此不

正是世界的“澄明之境”吗? 因为华夏文明、文化得救之路的遮蔽终得祛除.
岛子以文化拯救作为其基督信仰所要求的使命,所加之于己身的负担,这种祈愿在神学上应是非

同寻常的.因关于福音,通常人们似乎自然而然的印象是,基督的拯救是给予一个个的个人,而不是

给予某种文化的.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大体可有三大关切,我称之为公义关切、重生关切、个性关切,
并将岛子、王怡、殷龙龙等归为公义关切.但与王怡等显著不同的是,岛子的公义关切中文化、文明的

正义问题占着主要位置和份量.那么,耶稣基督的拯救既给予人,也给予文明、文化吗? 若回答是肯

定的,那么其圣经依据和神学理据何在? 显然,这是一个有待深耕、也亟待深耕的话题.限于篇幅,此
恕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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